
有福 圣经(109次)

新约(50次)
福音书(34)
历史书(1)
保罗书信(4)

马太福音(14) 马可福音(0) 路加福音(18) 约翰福音(2)
使徒行传(1)
罗马书(4) 哥林多前书(0) 哥林多后书(0) 加拉太书(0) 以弗所书(0) 腓立比书(0) 歌罗西书(0) 帖
撒罗尼迦前书(0) 帖撒罗尼迦后书(0) 提摩太前书(0) 提摩太后书(0) 提多书(0) 腓利门书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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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书信(4) 希伯来书(0) 雅各书(2) 彼得前书(2) 彼得后书(0) 约翰壹书(0) 约翰贰书(0) 约翰叁书(0) 犹大
书(0)
启示录(7)

律法书(4)
历史书(2)

预言书(7)

约书亚记(0) 士师记(0) 路得记(0) 撒母耳记上(0) 撒母耳记下(0) 列王记上(1) 列王记下(0) 历代
志上(0) 历代志下(1) 以斯拉记(0) 尼希米记(0) 以斯帖记(0)

创世纪(3) 出埃及记(0) 利未记(0) 民数记(0) 申命记(1)
旧约(59次)

以赛亚书(4) 耶利米书(2) 耶利米哀歌(0) 以西结书(1) 但以理书(1)
小先知书(3) 何西阿书(0) 约珥书(0) 阿摩司书(0) 俄巴底亚书(0) 约拿书(0) 弥迦书(0) 那鸿书(0) 哈巴谷

书(0) 西番雅书(0) 哈该书(0) 撒迦利亚书(1) 玛拉基书(2)

大先知书(8)
诗歌智慧书(42) 约伯记(2) 诗篇(28) 箴言(10) 传道书(1) 雅歌(1)

创30:13 我~阿、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
30:13 众女子都要称我是~的．于是
30:13 名叫亚设。〔就是~的意思〕
申33:29 你是~的、谁像你这蒙耶和华
王上10: 8 前、听你智慧的话、是~的。
代下 9: 7 前、听你智慧的话、是~的。
伯 5:17 　神所惩治的人是~的．所以
29:11 就称我~．眼睛看我的、便称
诗 1: 2 法、昼夜思想、这人便为~。
 2:12 作。凡投靠他的、都是~的。
32: 1 遮盖其罪的、这人是~的。
32: 2 不算为有罪的、这人是~的。
33:12 那国是~的．他所拣选为自己
33:12 为自己产业的、那民是~的。
34: 8 他是美善．投靠他的人~了。
40: 4 向虚假之辈的、这人便为~。
41: 1 眷顾贫穷的~了．他遭难的日
49:18 虽然自夸为~、（你若利己、
65: 4 这人便为~．我们必因你居所
72:17 要因他蒙福．万国要称他~。
84: 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~。他
84: 5 往锡安大道的、这人便为~。
84:12 华阿、倚靠你的人、便为~。
89:15 那民是~的。耶和华阿、他们
94:12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、是~的。
106: 3 常行公义的、这人便为~。
112: 1 喜爱他命令的、这人便为~。
119: 1 耶和华律法的、这人便为~。
119: 2 一心寻求他的、这人便为~。
127: 5 便为~．他们在城门口、和仇
128: 1 华、遵行他道的人、便为~。
137: 8 像你待我们的、那人便为~。
137: 9 摔在磐石上的、那人便为~。
144:15 便为~．有耶和华为他们的
144:15 他们的　神、这百姓便为~。
146: 5 和华他　神的、这人便为~。
箴 3:13 慧、得聪明的、这人便为~。
 3:18 作生命树．持定他的俱各~。
 8:32 因为谨守我道的、便为~。
 8:34 框旁边等候的、那人便为~。
14:21 有罪．怜悯贫穷的、这人~。
16:20 处．倚靠耶和华的、便为~。

20: 7 的义人、他的子孙、是~的。
28:14 便为~．心存刚硬的、必陷在
29:18 肆．惟遵守律法的、便为~。
31:28 他的儿女起来称他~．他的丈
传10:17 补力、不为酒醉、你就~了。
歌 6: 9 就称他~．王后妃嫔见了、也
赛19:25 以色列我的产业、都~了。
30:18 　神．凡等候他的都是~的。
32:20 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~了
56: 2 行、如此持守的人、便为~。
耶 4: 2 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~、
17: 7 耶和华为可靠的、那人~了。
结34:26 时雨落下．必~如甘霖而降。
但12:12 百三十五日的、那人便为~。
亚 8:13 使人称你们为~的．〔或作使
玛 3:12 万国必称你们为~的、因你们
 3:15 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~．并
太 5: 3 虚心的人~了．因为天国是他
 5: 4 哀恸的人~了．因为他们必得
 5: 5 温柔的人~了．因为他们必承
 5: 6 饥渴慕义的人~了．因为他们
 5: 7 怜恤人的人~了．因为他们必
 5: 8 清心的人~了．因为他们必得
 5: 9 使人和睦的人~了．因为他们
 5:10 为义受逼迫的人~了．因为天
 5:11 坏话毁谤你们、你们就~了。
11: 6 凡不因我跌倒的、就~了。
13:16 但你们的眼睛是~的、因为看
13:16 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~的
16:17 你是~的．因为这不是属血肉
24:46 见他这样行、那仆人就~了。
路 1:42 你在妇女中是~的、你所怀的
 1:42 福的、你所怀的胎也是~的。
 1:45 这相信的女子是~的．因为主
 1:48 从今以后、万代要称我~。
 6:20 你们贫穷的人~了．因为　神
 6:21 你们饥饿的人~了．因为你们
 6:21 你们哀哭的人~了．因为你们
 6:22 名、以为是恶、你们就~了。
 7:23 凡不因我跌倒的、就~了。
10:23 们所看见的、那眼睛就~了．
11:27 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~了。

11:28 不如听　神之道而遵守的人~
12:37 那仆人就~了．我实在告诉你
12:38 见仆人这样、那仆人就~了。
12:43 仆人这样行、那仆人就~了。
14:13 瘸腿的、瞎眼的、你就~了．
14:15 说、在　神国里吃饭的~了。
23:29 的、未曾乳养婴孩的、~了。
约13:17 知道这事、若是去行就~了。
20:29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、~了。
徒20:35 稣的话、说、施比受更为~。
罗 4: 6 蒙　神算为义的人是~的。
 4: 7 遮盖其罪的、这人是~的。
 4: 8 算为有罪的、这人是~的。』
14:22 的事上、能不自责、就~了。
雅 1:12 忍受试探的人是~的．因为他
 5:11 我们称他们是~的．你们听见

彼前 3:14 也是~的．不要怕人的威吓、
 4:14 便是~的．因为　神荣耀的灵
启 1: 3 都是~的．因为日期近了。
14:13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~了．圣灵
16:15 叫人见他羞耻的、~了。）
19: 9 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~了。
20: 6 ~了、圣洁了．第二次的死在
22: 7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~了。
22:14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~了、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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